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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翅镇落实“六个一批”帮扶措施
助力低收入农户脱低工作

▲ 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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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民反映，王平镇河北社区8

号楼1单元一层楼梯扶手栏杆掉落
了,二层和四层楼梯中间栏杆也松
动了。自己肢体残疾，且家住五
层，上楼非常困难，希望相关单位
尽快修复。

王平镇接诉后，高度重视，立
即前往市民所述问题点位进行核
实处理。经查，该社区8号楼1单
元楼梯扶手确有损坏现象，河北社
区工作人员随即联系维修工人对
损坏楼梯扶手进行了维修。为了
保证社区百姓的出行安全，河北社

区不仅将8号楼所有楼梯扶手进行
了修复，还将整个社区楼群内全部
扶手进行检修，共修复扶手栏杆26
处。社区居民对镇政府的处理结
果表示感谢。

河北社区高度重视“接诉即办”
工作，将社区百姓的事情当做自家
的事情，急百姓所需,应百姓所呼，
办百姓所想，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2
号楼前路面坑洼问题，主动联系施
工单位，用了半个月多的时间，完成
了300余平方米的路面修整，同时
对社区内井盖松动进行全面排查，

更换、加固了井盖
27 个，彻底排除
了安全隐患，社区
居民对此交口称赞。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各村居应充分发挥“一
杆子插到底”的基层治理作用，筑
牢基层“一线堡垒”，切实打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努力提升地
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在主动作为中让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变成省心事、放
心事、舒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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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堵塞居民愁
接诉即办解民忧

双峪社区
关爱残疾人 康复进家庭

盲人互联网+手机导航
视障人士出行有了小帮手

本报讯（通讯员 陶祥生）雁翅镇
按照区委、区政府推进低收入农户
增收及低收入村发展工作要求，立
足实际，着眼长远，认真落实“六个
一批”帮扶措施，全力推进低收入农
户增收及低收入村发展工作。

全镇现有低收入户共1234户
2239人，截至目前，共有1199户低
收入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
11160元的标准，占全镇低收入总户
数的97.1%，预计2019年底如期完
成全部脱低上线目标。

一是产业帮扶一批。2016至
2019年全镇共组织实施果园改造、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低收入产业项
目26个，累计带动低收入户640余
人增收，直接工资收入 340万元。
田庄村以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
为依托，将闲置的原田庄小学改造
成2000余平方米的红色党性教育
基地，形成集党性教育、实践体验、
会议接待、旅游发展为一体的“红色
矩阵”，发展和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田庄村集体实现增收70余万元，解
决了低收入户8人就业增收。大村
村结合实际，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

种植40余亩树莓，实验种植成功，该
项目已于今年少量结果。

二是促进就业帮扶一批。通过
安排低收入户有劳动能力人员参与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一事一议”工
程等，全镇共计输出劳动力92人，通
过三产就业772人，累计就业培训
120人次。

三是房屋改造帮扶一批。河南
台村、田庄村、房良村3个低收入村
共719户村民房屋改造工作已全部
完成，珠窝村主体全部完工，马套村
加快推进。

四是生态建设帮扶一批。优先
安置低收入农户在绿色生态建设项
目中就业，全镇共有各类公益岗位

1454个，安排低收入人员370人，百
万亩造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和国家公益林抚育工程等生态建
设工程共带动低收入617人增收。

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积极
落实农村特困、低保、五保、临时救
助等各类保障政策，2017 至 2019
年，全镇共有残疾人扶贫基地5个，
共安排残疾人就业139人，年人均工
资性收入17970元。免费对45周岁
以上、65周岁以下的低收入农户开
展健康体检、医疗保健等服务，惠及
190人次。为全镇1234户低收入家
庭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和财产保险，
增强低收入户抗风险能力。

六是社会力量帮扶一批。大村
村帮扶企业京城机电累计投资90万
元，通过经济合作社的形式，帮助大
村村建设蘑菇生产基地，一期投入54
万元，建设面积1000平方米，累计产
出4万余斤，已帮助5个低收入户长
期就业，低收入180人次临时就业，
带动增收24万元。截至目前，共有
150余家帮扶单位和企业来雁翅镇
开展专题对接帮扶，签订帮扶协议60
余份，发放帮扶财物91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刘颖）近日，
增产路东区家长学校里一派热
闹的景象，社区妇女之家邀请
北京千秋韵工艺品有限公司的
张老师教居民们制作靠垫，60
名女志愿者参与活动。

补花工艺是北京驰名中外
的特色工艺，一直以来深受广
大市民的喜爱和追捧，这次活
动张老师把带有补花工艺的靠
垫制作技艺带到社区，手把手
教大家制作靠垫，居民们人人
脸上洋溢着笑容。

参加活动的居民表示，社
区组织女志愿者参加活动，让
大家感受到社区妇女之家对女
同胞们的关心与关爱，激发了
广大妇女为社区建设无私奉献
的热心与激情。

本报讯（记者 杨铮）手机聊
天、网上缴费、电子报纸等都是互
联网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
利。近日，区残联为了提高视障
人士的生活质量，举办了一堂专
为盲人开设的互联网培训课程，
让视障人士也享受到了智能科技
为生活带来的便利。

课堂上，视障老师为大家详
细讲解了“盲人互联网+手机导航
出行”等相关知识内容。将传统
定向行走与手机导航软件相结
合，通过智能手机操作，帮助视障
人士掌握独自出行的能力。

一位视力障碍人士说：“这个
培训特别好，让我们能认识周围
的环境、准确找到要去的地点，同
时提高了出行安全和生活质量。”

据了解，本次培训约20人参
加学习。课程的设立，让视障人士
们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区残联工作人员表示，这是
区残联首次开展的盲人培训，下
一步我们将逐步推广盲人居家、
手机读屏，电脑读屏、智慧生活等
方面的培训，旨在提高我区盲人
朋友的生活质量，使他们的生活
更加便利。

本报讯（记者 杨铮）从11月初
开始，北京的冬储大白菜已经陆续
上市。在老北京人冬天的记忆中，
大白菜绝对占有一席之地。随着季
节因素对蔬菜供应品种的影响逐渐
变小，百姓们冬季餐桌上的蔬菜品
种也日渐丰富。如今，冬储大白菜
已经成为了很多市民只买不“储”的

必备商品。
早上8点刚过，双峪菜市场就

迎来了很多市民。在菜市场的蔬菜
大厅里，每个摊位都把冬储大白菜
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一位蔬菜销售商户说：“今年销
售的白菜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北京
三号，一个是麻叶。北京三号的特

点是菜帮子薄，烹饪时间短，开锅就
熟。麻叶的特点是口感甜。”

前来买菜的顾客说：“现在生活
条件好了，冬天买菜也很方便。不用
像过去那样，买一两百斤大白菜在家
里存着。现在，我都是随吃随买。”

此外，冬储大白菜不仅在各大超
市、市场随处可见，便民蔬菜车的设

立，也将大白菜送到了百姓的家门口。
康依家连锁超市工作人员介

绍：“我们销售的大白菜是河北涿鹿
的，价格优惠。老百姓如果买的多，我
们还提供服务到家送货上门的服务。”

据了解，冬储大白菜的销售已
覆盖全区各大超市、市场和便民服
务站，市民可根据需求进行购买。

本报讯（通讯员 王玥）为进
一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向纵深开展，不断提升社区
居民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关
注度、知晓率，增强人民群众对
此项工作的认同感，全力提升
居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形成
良好的舆论氛围，近日，大峪街
道临镜苑社区举办扫黑除恶知
识讲座。

通过此次讲座，广大居民不
仅学习到了法律知识，社区还向

居民广泛宣传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的态度和决心，鼓励引
导居民遵守法律法规积极踊跃检
举揭发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凝心聚力，全力营造扫黑除恶的
强大声势。

参加讲座的居民表示，此次
宣传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居民参
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积极性，
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法制意识和
防范能力，在辖区营造了良好的
治安环境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段蓓）为进
一步满足社区残疾人的基本康
复需求，方便残疾人开展康复训
练，近日，双峪社区的工作人员
将康复器材、康复方法、康复服
务送进23名肢体残疾和智力残
疾人家中，让他们足不出户就可
以进行科学的康复训练。

工作人员每到一户，都认真
指导他们如何使用播放器，使用
弹力带、按摩球等多功能肢体训

练器，叮嘱他们锻炼时要注意安
全，且需长期坚持。同时，根据残
疾人的不同体质指导他们练习适
合自身康复的“健身操”，改善他
们的身体功能。

“康复进家庭”活动的开展，为
推进社区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改
善残疾人身体状况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让残疾人享受到了人性化、
精细化的居家康复服务，让更多地
残疾朋友主动融入社会，共同进步。

近日，大峪街道龙泉花
园社区赵奶奶家女儿打来
电话反映，家中厨房下水管
堵塞倒灌，地上全是污水。
由于自己不在龙泉花园小
区居住，无法及时赶到。母
亲年事已高，自己第一时间
就想到给居委会打电话寻
求帮忙。

大峪街道龙泉花园社区
接诉后，想到赵奶奶88岁高
龄，由于前段时间意外摔
伤，现在生活不能自理，平
时由保姆照顾，家里发生下
水管堵塞倒灌一定非常着
急。随即，社区第一时间安
排工作人员到达现场，经过
实地查看发现单元楼厨房
主管道堵塞了，社区立即召
集了使用该主管道的5户居
民，由居委会主任主持召开了现
场说明会。由于小区没有物业公
司，涉及公共维修项目，只能是业
主自治，谁使用、谁维修，现场5

户居民一致通过，并现场缴费。
随即社区工作人员请来专业维修
人员对下水主管道进行疏通，解
决了居民的生活问题。赵奶奶和
小区居民对社区工作表示非常满

意。龙泉花园居委会将居民服务
工作重在日常，居民有困难，居委
去帮忙，真正起到了党和政府联
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作
用。

本报讯（通讯员 武志丹）为全
面做好社区消防安全工作，增强
居民消防安全意识，提高社区居
民自防自救能力和掌握消防安全
知识及灭火技能，有效预防和减
少火灾事故的发生，近日，龙泉镇
东南街社区举办了东南街社区消
防安全知识培训，此次培训有60
余名社区居民参加。

培训过程中，中炬启航的张
老师首先从消防基本理论知识讲
解入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
家讲解了灭火器的种类及其使用
方法，并结合近期发生的典型火
灾事故，以案说法，深入浅出地讲
解了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并
针对电动车违规充电发生的火灾

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尤其是乱拉
电线以及在楼道内、家中给电动
车充电导致的严重后果进行了详
细讲述，让大家充分了解电动车
违规充电的危害。此外，就如何开
展家庭火灾隐患自查、发生火灾如
何进行逃生自救、日常生活怎样安
全用火用电等基本知识做了介绍，
并呼吁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要防范
于未然，杜绝消防安全隐患。

通过此次培训，让广大居民
对重视消防安全有了更加清醒的
认识，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消
防安全意识，使消防工作真正深
入社区、深入每一个家庭，为做好
社区消防安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东南街社区
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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